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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２２０２名藏族人群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影响因素研究
达娃桑姆达瓦姜倩平措次仁顿珠多吉张菊英
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２５９０名１～５９岁居民。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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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史。同时，每名调查对象采集静脉血２～４ｍｌ，血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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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即运送至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分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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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血清学检测：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ＨＢｅＡｇ和抗一ＨＢｅ使
用厦门英科新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

ＨＢＶ感染可导致急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等。已有

剂进行检测，抗一ＨＢｃ使用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显示，目前尚无治疗乙型肝炎（乙肝）的特效药物，预防

生产的ＥＬＩＳＡ试剂进行检测。其中，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和

仍是控制ＨＢＶ感染的关键。目前，有关藏族人群乙肝感染

ＨＢｅＡｇ采用ＥＬＩＳＡ夹心法。抗一衄Ｃ和抗一ＨＢｅ采用ＥＬＩＳＡ

影响闲素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即分析西藏自治区藏族人群

竞争抑制法。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抗一ＨＢｃ三项指标中，任意一

ＨＢＶ感染的危险因素。

项为阳性即为ＨＢＶ感染（接种乙肝疫苗后产生抗一ＨＢｓ且其

１．对象与方法：

他指标均为阴性者除外），将１０３９例ＨＢＶ感染阳性者作为

（１）资料来源：我国卫生部２００６年９月开展的“全国人

病例组；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抗一ＨＢｃ三项指标均为阴性者和接

群乙肝等有关疾病血清学调查”项目。
（２）抽样方法：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

种乙肝疫苗后产生抗一ＨＢｓ且其他指标均为阴性即为阴性，
将ｌ １６３例ＨＢＶ阴性者定义为对照组。

法，抽取拉萨市城关区１４个居委会及５个县８个村（拉萨市

（６）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建立数据库，所

墨竹工卡县１个乡的３个村，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林芝地区米

有问卷经复核并进行双录入，采用ＭＬｗｉＮ ２．０２软件进行统

林县、山南地区乃东县各１个乡的２个村）的常住居民。

计学分析。本次调查所得资料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即“乡一

（３）调查对象：按照２００６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

村一户一个人”４个水平。一般情况下，同一乡、同一村或者同

调查方案，采取ＰＰＳ法，以家庭为单位抽取居住半年以上的常

一户的经济水平、生活方式及习惯上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
似性或聚集性．即每个个体调查所得数据不完全独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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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院卫生统计学教研室（姜倩、张菊英）

于本研究中“户”以上的高水平单位样本数量太少，故只考虑
两水平数据结构，即以“户”作为高水平即水平２，“个体”作为

低水平即水平ｌ。结合资料的抽样层次结构特点，首先拟合

达娃桑姆、达瓦同为第一作者

两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零模型。以判断是否存在高水平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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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若存在家庭聚集效应，计算方差成分系数（ＶＰＣ）心’３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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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聚集性的大小，之后分别纳入解释变量以获得各危险因

（ＯＲ＝１．９）、Ｉ：Ｉ腔诊疗史（ＯＲ＝１．５）和创伤性美容史（ＯＲ－－－－

素的参数估计。参数估计采用二阶预测性拟似然法

１．５）；城镇人群的感染率高于乡村（彻＝１．４）；保护因素为接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ｑｕａｓｉ·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ＰＱＬ）心１，调整后的ＯＲ值及

种乙肝疫苗（ＯＲ＝Ｏ．２）。不同家庭的成员乙肝感染率不同，

９５％ＣＩ用以评价各危险因素的作用强度，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乙肝感染存在家庭聚集性（盯０＝Ｏ．７１，Ｐ＜０．００１）；控制了其

２．结果：

他因素后，母亲为乙肝感染者的人群ＨＢＶ感染风险为母亲

（１）ＨＢＶ感染率：不同地区ＨＢＶ感染率不同，ｆ＝９．００。

未感染者的１．９倍，提示母婴垂直传播是藏族人群乙肝传播

Ｐ＝Ｏ．０２９。其中米林县居民ＨＢＶ感染率最高，乃东县最低。

的重要因素。有关乙肝的父婴传播目前已从流行病学和分

（２）家庭聚集性的度量：首先拟合无任何解释变量的两

子生物水平得到证实【４】。本研究发现，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零模型，判断ＨＢＶ感染是否存在“户”水平

父亲为乙肝感染者的人群ＨＢＶ感染风险为父亲未感染者的

的聚集作用。拟合结果显示，水平２残差方差具有统计学意

５倍，父亲乙肝感染对其子女ＨＢＶ感染的影响比母亲更强。

义（ｘ２＝２１．８９，Ｐ＜０．００１），认为ＨＢＶ感染存在家庭聚集现

出现该现象的可能原因为．虽藏族地区几十年来社会制度与

象，ＶＰＣ＝１０．３２％，在人群是否感染乙肝的问题上，有

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历史遗留的多配偶家庭仍

１０．３２％的残差变异归因于家庭聚集性。因此在分析ＨＢＶ感

存在。有人根据２０世纪８０一９０年代的调查资料，明确提出

染的危险因素时，应拟合两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方差成分模型。

多配偶家庭的分布有城、乡差异，多配偶家庭主要分布于农

（３）影响因素分析：以ＨＢＶ感染与否为因变量，采用２阶

牧区¨】，且大多为两父一母模式，提示父婴传播可能是藏族

ＰＱＬ算法拟合两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差成分模型。不同家庭

人群乙肝传播的显著特殊因素。此外，在西藏地区特别是

的成员乙肝感染率不同，乙肝感染存在家庭聚集性（盯２＝

农牧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防病意识淡薄，家庭成员甚至

０．７１，Ｐ＜０．００１）。藏族人群ＨＢＶ感染的影响因素为：口腔诊

亲戚之间共用餐具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些生活习惯易造成

疗史、创伤性美容史、是否接种乙肝疫苗、地区、父母乙肝感

乙肝的传播。本研究发现，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有创伤性美

染史；同时，年龄是重要的混杂因素，乙肝感染的风险随年龄

容史的人群ＨＢＶ感染风险为无创伤性美容史者的１．５倍，藏

增长而增加（表１）。

族人有穿耳洞的风俗习惯，故估计穿耳洞占创伤性美容史

表ｌ藏族人群乙肝感染影响因素的两水平

的大多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差成分模型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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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部分
口腔诊疗史

Ｏ．４ｌ

Ｏ．１７

５．９３

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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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创伤性美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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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ｏｃ 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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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６３

０．２７

３６．２４＜０．００１

０．２０（ｏ．１２—０．３３）

不清楚

－０＿２７

０．２２

乙肝疫苗接种史（无）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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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

Ｏ．１３

７．６２

０．００６

１．４１（１．１０—１．８０）

有

１．６ｌ

０．４９

１０．７０

Ｏ．００１

５．０１（１．９１—１３．１４）

不清楚

１．６９

０．４６

１３．２１＜Ｏ．００１

５．４０（２．１７—１３．４０）

父亲ＨＢＶ感染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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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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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６

０．０１３

１．８６（１．１４—３．０３）

不清楚

Ｏ．５４

Ｏ．２２

５．９１

０．０２４

１．７２（Ｉ．Ｉ Ｉ一２．６７）

随机部分
Ｏ．７ｌ

Ｏ．１６

水平ｌ（个体）口？

Ｏ．８９

０．０４

ＭＬｗｉＮ．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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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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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Ｊ

ａ１．Ａ ｂｒｉｅ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ｕｓ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ｃ８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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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Ａｌｉ ＢＡ。Ｈｕａｎｇ ＴＨ。Ｓａｌｅｍ ＨＨ，ｅｔ ａ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有

水平２（户）ａ０

ｇｕｉｄ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０４．

［３］Ｍｅｒｌｏ Ｊ，Ｃｈａｉｘ Ｂ。Ｏｈｌｓｓｏｎ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母亲ＨＢＶ感染史Ｃ无）

ｕｓｅｒ’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Ｌｏｎｄｏｎ：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２０．３２＜Ｏ．００ｌ

ｖｉｒｕｓ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ｃｅｉｌ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ｃｄ ｆｒｏｍ ｈａｍ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ｚｏａ ｔｎｍｓｆｅｃｔ ｅｄ、ｊｌｒｉｔｈ

ｏｖａ

ｖｉｒ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Ａｓｉａｎ ＪＡｎｄｒｏｌ，２００６，８（３）：２７３—２７９．
【５］Ｗａｎｇ Ｗ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ｓｌｎｌｃＵａ℃ｉｎ Ｔｉｂｅｔ

３．讨论：本研究结果显示西藏自治区ｌ一５９岁藏族人群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ｅａｓｔ．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ｕｄｉｏｓ。２０００（２）：５６＿６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ＢｓＡｇ携带率为１２．２４％、ＨＢＶ感染率为５３．４８％，均高于全

王文长，对藏东藏族家庭婚姻结构的经济分析．西藏研究。２０００

国平均水平，按照ＷＨＯ根据ＨＢｓＡｇ携带率划分的标准，西

（２）：５６—６０．

藏自治区仍属于乙肝高流行地区。藏族人群乙肝感染的主
要危险因素为：父亲乙肝感染（ＯＲ＝５．０）、母亲乙肝感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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